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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歌奏新声

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

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

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

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

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 7月
15 日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
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枝头蝉鸣震耳，头上骄阳似火。

湘西州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村口，大小石头铺就

的古朴道路，把到访的人群引向灵溪河畔，也引向历史

的深处。

至南宋绍兴五年(1135 年)，来自江西吉安的彭氏

家族已统治溪州（今桑植、永顺、龙山、古丈一带）200 多

年。文献记载，第 11 任统治者彭福石宠想要更加独立

自主的空间，将治所从古丈县会溪坪迁到如今的永顺

县太平山，兴建福石城(今老司城)，自此缔造老司城

600 余年辉煌。这里虽然荒凉闭塞，但军事防御功能极

强。

如今，老司城四周层峦叠嶂的山成了人们眼中“万

马归朝”的美景。灵溪河畔，昔日接待朝廷官员进入土

司王城的接官渡成为了水上乐园。

“这条河真是快乐源泉!”8 月 2 日，来自东莞的谭婷

和孩子们在接官渡打了一下午水仗。他们一行有 17

人，是相熟的小学生和家长自发组成的“让世界成为孩

子的书本”研学团。

在谭婷眼里，“原生态、原文化、原遗址、原住民”的

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还

十分亲切可爱。

她找旅行社订制了游览路线，带领孩子们参观老

司城博物馆，了解土司文化；深入遗址，在摆手堂前，学

跳源自于土家人生活、劳作的摆手舞；在若云书屋里，

听 80 岁的老司城“活字典”向盛福讲老司城的前世今

生；带孩子们在农户家里，学种香瓜、豆角，做艾叶粑

粑，感受土家味、人情味十足的乡村生活。

向盛福是老司城彭氏政权文臣向老官人的后裔，

他概括了老司城的“四件宝”——

伫立在芙蓉镇的溪州铜柱为第一件。公元 940 年，

彭氏土著与南楚用结盟树立铜柱的办法，化干戈为玉

帛，开创了地方区域自治制度的先河。

土司彭翼南的墓志铭为第二件。彭翼南抗倭有功，

被朝廷赞誉“东南战功第一”。墓志铭由明代礼部尚书

徐阶撰写，夸赞彭翼南守土养民，保障所辖一方平安的

大智慧。

德政碑为第三件，歌颂了土司彭泓海“去猛存宽，

用贤退吝，易杀戮为鞭朴”的政治理念。

清康熙十九年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铜印为第四

件。这是满清朝廷颁发给永顺土司的官印，是土司王权

力和身份的象征。

向盛福骄傲地告诉记者，2014 年 9 月，国际古迹遗

址理事会专家来到老司城，现场考察评估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项目，他首次提出“四件宝”概念，获专家肯定。

2015 年，北京时间 7 月 4 日下午，令人难以忘怀

的历史性时刻。

在第 39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湖南永顺老司城遗

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申

报的“土司遗址”通过审议和表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湖南实现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中国“土司遗址”系列遗

存，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

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

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

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

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从一个偏远山区的“小山包”，成为世界舞台上耀

眼的文化“明珠”。老司城的蝶变从何而来？

老司城因为彭氏政权而兴起。清雍正六年(1728

年)，朝廷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彭氏土司结束了在溪州

818年的统治回到江西吉安老家，老司城也重归寂静。

地理学家吴壮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疏散到湘西，

曾到过老司城。他在文章中写道：除非灵溪下游的牛

路河经人工改造可以通航，或者周围有自然宝藏，老

司城的繁荣是不会重现的。

可他没有料到考古惊人的“发掘”能力。

1995 年，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会同湘西州、永顺县的文物工作者，首

次对老司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时任老司城考古发掘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

究员柴焕波回忆，1995、1996、1998 年三年及后续的考

古调查和发掘，让老司城遗址、龙潭城遗址等土司遗

址脉络清晰地展现了西南彭氏土司的历史与文化，首

次从考古学层面为研究西南土司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

物材料。2010 年，老司城遗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使得其他省份开始重视土司遗址的发掘和利用，为

湖南、湖北、贵州三地的土司遗址作为联合申报世界遗

产项目入选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奠定了基础。

由于老司城遗址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申遗起

步最早，基础工作最扎实，国家文物局指定由湖南省

文物局牵头、三省三地联合开展申遗的相关工作。

2013年，老司城发掘研究的接力棒交到了湖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涛手里。几年来，老司城出土

了许多文物，正在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

“子孙永享”牌坊后的建筑，可能是祭祀用的永顺土司

祠堂和土司子弟读书的若云书院（湘西最早的书院之

一）。牌坊、祠堂、书院三者并存，为研究永顺土司的社

会结构、教育伦理、宗教祭祀等提供了更多资料。

向浩明(老司城彭氏政权文臣向老官人后裔)

在老司城的摆手堂里，供奉着彭氏政权的第二任

首领彭士愁和他的文臣向老官人、武将田好汉。我听

向盛福爷爷说，我们向氏都是向老官人的后裔。

我在老司城长大，我家的老木屋就在现在游客中

心的位置，一直到小学六年级以后才搬家。

从小，我就听村里老人说老司城的故事，对土司王出

征抗倭的故事印象尤其深刻。我虽然做不了土司王那样

的英雄，但是作为村辅警，我也会尽力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老司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我觉得挺神奇的，小

时候每天走的石头路、经过的石头墙竟然是重要的文

化遗产。以前，我经常和小伙伴到古墓里面玩，墓的外

面有很大的石像。

不过相对于历史故事，小时候的我更喜欢灵溪

河。每年暑假，我都会在接官渡游泳，泡上一整天。我

后来才知道，我和小伙伴打水仗的地方，竟然是土司

王出征抗倭的河道。

老司城的价值被发掘出来后，游客突然多了起

来。我们家的饭店生意特别好，妈妈就不让我去游泳

了，要我在店里帮忙。游客不仅有外省的，还有好多美

国人、非洲人。非洲人用不惯筷子，用手吃饭。村里人

开始觉得很惊讶，后来就习惯了。到了 2013 年左右，

游客人数激增，暑假尤其热闹。2 元一瓶的矿泉水，我

一天可以卖两三千元。

当年的老司城是何等繁华，我不知道。我亲眼看

到的是，我们湘西大山里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因为老

司城这个遗址，全世界都知道了。旅游发展起来了，灵

溪河上的木船忙碌起来了。我们当地人能在家门口就

业，日子越过越红火。

●青年观察

在世界文化遗产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平整的道路两旁，松柏修竹与百日草、桂花、紫

薇、茶花错落有致，四季有绿，季季有花。在这样的公

路上行驶，好不惬意。这条 X026 公路正代表永顺县

参评 2022 年度“湖南省最美农村路”。

沿路是展示土司文化的休闲旅游基地土司大

营、气势宏伟的万马归朝自然景观、土司官窑，终点

是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X026，让永顺县城到

老司城的车程缩短到 30 分钟。

回想往日，1995年 10月，柴焕波初到老司城的路

途漫长而波折。永顺县城到老司城的简易公路年久失

修，已不通车，他只能在吊井乡(如今并入灵溪镇)换乘

小船进老司城，被冰冷的河水溅湿了裤子和鞋子。

如果说，考古发掘和研究把老司城从尘封的历

史中“挖”了出来。那么，文物保护利用则让它再次释

放出能量，让偏僻的乡村焕发新的活力。

自 2010 年开始，湖南省委、省政府便提出申遗

设想。2012 年 7 月 13 日，省政府成立老司城遗址申遗

领导小组，申遗进入付诸实践阶段。

如同沉寂的池塘引入了活水，老司城“哗”地抖

擞起来了。

“2010 年前后，我读小学三年级，我们家的饭店

突然多了好多客人。”今年 21 岁的向浩明也是彭氏

政权文臣向老官人的后裔，直到 2013 年，他家一直

住在老司城的老屋中，就是现在的老司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游客中心。

道路建起来了，老司城的整体环境也在改善。

2016 年以来，已有 1.7 亿元用于老司城的文物安防、

消防等本体保护，以及陈列布展、文物考古调查、考

古发掘展示，核心区道路新建和扩建、环境亮化绿化

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村民彭延菊切身体会了三大变化：家门口以前

是泥巴路，下雨一脚泥，现在是平整漂亮的石板路；

老司城因地处偏远，过去不仅电费贵，还三天两头停

电，现在很少停电，电费和县城同价；通了自来水，用

水干净又方便。

不仅生活条件改善了，160 余位村民还进入市场

化运营的旅游公司，在家门口挣钱。省里安排了民俗

奖补资金 100 余万元，扶持原住民从事民俗表演、餐

饮等行业，拓展增收渠道。

保护，始终是老司城遗址的第一要义。在此前提

下，为了丰富老司城的旅游业态，2021 年元旦，距离

遗址公园 5-8 分钟车程的万马归朝景点对面，土司

大营开园了。

以“彭氏土司安营扎寨”为主题，土司大营集旅游

观光、休闲度假、特色游玩、农文旅融合于一体。7 月，

永顺县首届“双世”文化旅游节之土家族美食节在这

里举行，来参加活动的自驾游车队绵延近 20公里。

向浩明站在“子孙永享”牌坊前，感叹不已。明万

历十二年，土司彭翼南的夫人建造了这座牌坊，饱含

对子孙后代的祝福。

当今的中国，把历史的期待延伸得更加广阔。这

便是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文物保护：时

代共进，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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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永顺县老司城博物馆。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永顺县老司城遗址墓葬区的石雕。

永顺县老司城遗址墓葬区的石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田美美

望不到头的历史长河，我们逆流而上，寻找祖先的

智慧和文明的光芒。

考古，以实证破解一个个千百年乃至上万年前的

哑谜。人们惊喜地发现，历史上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湖

南文明灿烂：常德澧县城头山是“中国最早的城”，世界

最早人工栽培稻标本在永州道县玉蟾岩，长沙马王堆

汉墓被誉为“汉初历史文明的标杆”……湖南是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区域。

不愧是湖南，她已成为全国十个文物大省之一。已

查明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 20366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229 处、世界文化遗产和进入世界文化遗

产预备名录 4 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3 项、全国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4 项，革命文物资源总量和重要革

命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同时，湖南人创新文物保护利

用工作，让不会说话的历史遗迹遗物在新的时代闪光。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老司城遗址，耳闻目睹一座遗

址的新生。

8月 3日，永顺县老司城遗址。


